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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
學年度第
學期第三次定期評
量
四年級國語科試題
四年甲班__號 姓名：_________
_
一、寫國字或寫注音：(每個答案一分，共
十六分)

（

「膽
大心細（
） 「賃
相如（
）

（
（

「尊
守諾言（
）
前（
）

（

「區

（

「瑕」「疵」 （
）（
）
「吆」「喝」 （
）（
）
（ ）（ ）「繆
氏子是唐代的小神童，具有寫詩的天

（

三、閱讀測驗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十二分)

「毛遂自薦
這個成語出自史記，是比喻自告奮勇，
自我推薦。
戰國時代，秦國出兵攻打趙國，
趙王緊急派平原君前往楚國求援。
平原君從眾多食客中挑選二十個允
文允武的人一同前往，但選來選去
就只能選出十九人，他正為缺少一
人發愁時，有一個名叫毛遂的食客，
請求加入前往楚國的行列。
「請您答應我前往楚國，我一
定不負趙王所託！
毛遂很誠懇的請求著。但是平原君見
他相貌平庸，且沒沒無名，並不想
讓他一同前往，就委婉的說：「我

「負
。
（

）（

）媽媽有一頭飄逸「逸

的長髮和「燦
爛無比的笑容。
（ ）看著結實「纍纍」的果樹，爺
爺不禁笑了起來。
（ ）（ ）以薰一個人孤「伶伶」
的站在路旁樹「印」下。
推「ㄐㄧ案

（

）

二、改錯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十四分)

（

都被他彈斷了。
）他除了寫小說，也翻繹過許多
國外書籍。
）糟糕！我忘了帶行襄出門了。
）他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牽怒他
人，讓我們感到非常無奈。
）那座橋的橋惇突然出現裂痕，
工程單位已派人前往了解。
）政府召開記者會，薄斥了這項
不實的報導。
）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只有腳踏
實地的耕云。

）表哥努力練習吉他，連吉他玄
1

國中自然與生科一下

聽說一個有才能的人，就好像放在
袋子中的錐子，鋒利的錐尖會立刻
顯露出來。你在我這裡三年了，我
卻從來沒有聽過你，還是請你留下
吧！
毛遂不疾不徐的說：「我推薦自己，
請求您把我放進袋子裡。如果我在
袋子裡，早就能發揮才華了！
於是平原君勉強答應毛遂一同前往。
平原君和楚王會談，久無結果，
毛遂伺機持劍走到楚王面前，仔細
的說明兩國聯合抗秦的利害關係，

行道樹，雖然我住在車水馬龍、交
通擁擠的街道，住在人聲鼎沸、空
氣汙濁的城市，但我依然是一棵滿
足的行道樹，只因這個城市需要我。

最後楚王終於答應出兵援救。
毛遂的勇敢機智不僅為平原君
完成艱鉅的任務，也為趙國立功，
一時聲名大噪，平原君自此對他刮
目相看，奉為上賓。
（ ）１「毛遂自薦」這句話出自
哪一本書？ ⑴漢書 ⑵三國志
⑶後漢書 ⑷史記。

希望他們健康長大；還有那ㄧ群又
一群匆匆而過的上班族，似乎一臉
的倦容未消，我趕緊請來鳥歌后高
歌一曲，喚醒恍惚的他們，提起精
神上班去；還有ㄧ群老爺爺、老奶
奶悠閒的走在我下方，邊走邊回憶
過去的點點滴滴，我們最善良了，
總是靜靜的聆聽，而且守口如瓶呢！

（

）２為什麼毛遂在平原君家三年
都沒沒無名？ ⑴因為他沒有機會
表現 ⑵因為他沒有錢 ⑶因為他
喜歡平淡的生活 ⑷因為他不想出
名。

（

）３下列何者與「毛遂自薦」的
意思不同？ ⑴自告奮勇 ⑵當仁
不讓 ⑶另請高明 ⑷挺身而出。

中午，街道更加忙碌了，這裡
一聲「叭叭叭」，那裡一聲「叭叭
叭」，似乎每個司機都繃緊著神經，
誰也不讓誰，而行人好像也更加緊
張了，有的在車陣中穿梭，有的直
盯著紅綠燈，讓原本火傘高張的時
段，氣溫更高了。我趕緊發揮我這
部「天然冷氣機」的功能，竭盡全
力吸收熱氣，再透過蒸發作用，提
高環境的溼度，最後藉著空氣的流
動，把涼爽潔淨的空氣流入市區，
雖然這個時候，我們會因水分缺乏

行道樹的獨白
我是一棵行道樹，一棵快樂的

早晨，我讓陽光為我灑下點點
金黃，我讓清風梳理我的髮梢，經
過一番梳妝打扮後，我開始迎接美
好的一天來臨。
一群穿著制服的小朋友經過我
的身旁，我把新鮮的空氣送給他們，
因為我知道，他們的爸爸、媽媽多

而葉子下垂，但只要看到人們快樂，
就感到心滿意足。
晚上，我讓枝、幹和葉在搖曳
中摩擦出聲響，再邀請小昆蟲們來
開舞會，他們又唱又跳，吸引了那
些悠閒的路人。路人偶爾駐足聆聽，
偶爾抬頭欣賞我們的搖曳生姿，偶
爾輕輕的撫摸我們，不知不覺，他
們的腳步放慢了，他們的臉笑開了，
我也跟著充滿笑容。
我喜歡這樣，也喜歡這樣為人
類付出的我。
（ ）１為什麼說行道樹是「天然冷
氣機」？ ⑴可以阻擋陽光 ⑵可
以帶來微風 ⑶可以吸收熱氣，提
高環境溼度 ⑷可以帶給人們歡樂。
（ ）２哪一句話最能描寫行道樹的
心聲？ ⑴付出是一件快樂的事
⑵有捨才有得 ⑶ㄧ分耕耘，一分
收穫。 ⑷失敗為成功之母。
（ ）３辛苦的行道樹為什麼覺得很
滿足？ ⑴有清風梳理他的髮梢
⑵可以獲得大家的讚美 ⑶晚上有
舞會可欣賞 ⑷城市需要他。
四、字詞義測驗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八分)

（

（

）「三五」的意思為何？ ⑴農
曆九月九日 ⑵農曆十五
日 ⑶國曆十五日 ⑷農
曆三月五日。
）「抱負」的意思為何？ ⑴背
著包袱 ⑵心中有所懷抱
⑶不辜負 ⑷繼承先人的
3

（

（

事業。
）對於比賽能否拿到好成績，他
根本就毫不「在意」。上
述文句「 」中的詞語替
換為下列何者後，意思不
變？ ⑴留意 ⑵得意
⑶思慮 ⑷介意。
）「背叛」的意思是什麼？ ⑴
違背、反叛 ⑵拋棄、分
離 ⑶不理人 ⑷背部受
傷。

五、課文文意測驗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十
分)

（

（

（

）下列何者為觀月有感一文所要
表達的意涵？ ⑴閒暇時
可吟詩作對 ⑵保持觀察
事物的熱情 ⑶月亮是古
今詩人都喜歡歌頌的對象
⑷宇宙的奧祕令人感慨。
）愛心樹一文中「快來快來，我
們好久沒一起玩耍了！」
一句充滿了什麼樣的情緒？
⑴興奮 ⑵傷心 ⑶憤
怒 ⑷後悔。
）愛心樹一文中，為什麼小男孩
年老後再回來，「愛心
樹」說已沒有東西可以給
他，男孩卻「感動得流下
眼淚」？ ⑴他終於了解
自己傷害了一棵樹 ⑵他
終於學會了感恩 ⑶他終
於找到最後的依靠 ⑷他
終於一無所有。

國中自然與生科一下

（

（

）愛心樹一文主要告訴我們什麼？
⑴「愛心樹」與男孩互
相折磨 ⑵男孩對「愛心
樹」予取予求 ⑶「愛心
樹」無怨無悔的付出 ⑷
愛要勇敢的說出來。
）「初月如弓未上弦□分明掛在
碧霄邊□時人莫道蛾眉小
□三五團圓照滿天看著月
光□」缺空中依序應填入
哪些標點符號？
⑴，。，。 ⑵，，，。
⑶，，；，

‧（ 感慨 ）（ 時光
流逝 ）
１（
）（
）
２（
）（
）

清晰可見—

有時…有時…有時…—

不只…更…—

）的（
）的（

要是…就…—

）的（

七、照樣造句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八分)

細細彎彎

八、造句：(每個答案四分，共二十分)

⑷、、、。

六、照樣寫短語：(每個答案二分，共十二
分)

新月（

有上弦的弓箭 ）。
滿月（
），好像（
）。
我只想﹙ 離開這兒 ﹚，你能﹙
給我一艘船嗎 ﹚？
我只想﹙
﹚，你能﹙
﹚？

），好像（

沒

家喻戶曉—

